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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5 月 21、
5 月 21、
5 月 21，
重要的话说三遍！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台州市科协与本报联办的第
九届科技人员相亲大会，5 月 21 日下午将在三门核电站举办，
100 多名青年男女将集体相亲，在热闹浪漫的氛围中选择生
命中的另一半。这是科技人员相亲大会首次走出市区，到县
市举办。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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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这里有美好的遇见

第九届科技人员相亲大会周日举办
记者 赵虹
本次相亲大会自报名启动以来，就迎来
了众多青年才俊的踊跃报名，其中不乏中高
管优质型男、高科技企业精英、企事业单位
中层，也有都市时尚白领、优雅大气女神、气
质型御姐。因为场地限制，我们选出其中 100
多位参加。

参加的女生，有不少是医护人员、老师。
男生的职业涵盖公务员、教师、医生、军人、
警察、企业职员等。学历以本科为主，硕士占
到一半以上，不少海归博士，年龄多在 26 周
岁至 32 周岁之间。
无论“高帅富”，还是平淡无奇的居家男
人；无论“白富美”，还是貌不惊人的邻家女
孩，同样渴求爱情，渴望美满婚姻。只是，缘

分在来的路上走岔了，以致迟迟未遇到，身
边的人都结婚了，而你却还单着。我们愿意
做红娘，
为大家牵起爱的红线。
在现场，除了才艺展示，更多温馨有趣
的游戏环节，让彼此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互相认识，彼此了解。近距离的接触，更快找
到那个 TA。
如果你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这次相亲

会，也不用遗憾，今后，晚报将不定期举办小
型相亲会、8 分钟约会以及周末相亲会等多
样交友活动，为单身男女搭建缘分的平台。
你可以拨打晚报热线 88516110 咨询，也可以
加晚报 QQ：
508900091 索要报名表。

好男好女

汽车动力工程师

爱烹饪的美女护士

我会干家务，会把女朋友宠上天

想找个成熟的长腿欧巴

好男档案

好女档案

网名：car
出生年份：
1990 年
籍贯：椒江
身高：168 厘米
学历：硕士
职业：汽车动力工程师
工作地：临海
兴趣爱好：
玩策略游戏，
陪女朋友看剧、
买衣服
性格：果断、
有主见，
初识会略显羞涩，
熟识后善言谈
心中的她：
本科学历、
工作稳定、
不要太忙

网名：潇湘
出生年份：
1992 年
籍贯：仙居
身高：168 厘米
学历：本科
职业：护士
工作地：
椒江
兴趣爱好：
唱歌、
旅行、
烹饪
性格：开朗、
随和、
善良、
独立
心中的他：
开朗、
成熟、
孝顺、
有主见，
希望凡事能互相沟通

“car”是土生土长的椒江人，家中
独子，一直热爱着自己的家乡。去年，他
从北京工业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就
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家乡。
“我现在在吉利上班，工作性质和
我的专业对口，也很稳定。而且，无论是
福利待遇，还是发展潜力都很不错。所
以，我就想缓一缓事业，先把自己的终
生大事给解决了。”谈到自己的另一半，
“car”
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虽然，他才刚刚走出大学大门，但
是对于婚姻生活却一直很向往。毕业
后，他被父母安排了几次相亲，可是追
求独立的他却有着自己的想法，总想按
自己的意愿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我是一个喜欢陪女朋友追剧，也

喜欢陪女朋友外出逛街的人。”谈到自
己和未来女朋友的相处方式，
“car”又
打开了话匣子，
“如果她宅，我就陪她宅
在家里做吃的、打游戏，如果她喜欢出
去游玩，我可以开车陪她天南地北地游
玩。而且，我会做饭、打扫卫生，绝对可
以把女朋友宠上天。”
谈到对另一半的要求时，
“car”则
表示，
“我现在的工作比较轻松，上班时
间闲，晚上又没什么事。所以，我想找一
个工作比较清闲的女生谈恋爱，能够时
常联系。然后，我希望对方是比较苗条
的，因为我本身并不健壮，这样在外形
上能更加相配一点。”
记者 陈俊

“潇湘”是个亭亭玉立的窈窕淑女，也很可
爱，性格有点大大咧咧。朋友眼中的她，遥看是
女神范儿，仿佛高冷的冰山美人，可熟识起来却
都觉得，
她是个善良随和、独立自主的好姑娘。
“潇湘”出生在人杰地灵的仙居，自然也吸
收了天地之灵气，出落成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子，
既上得了厅堂，又下得了厨房。她喜欢唱歌，还
是个麦霸，小伙伴们都爱听她唱歌；她也喜欢烹
饪，中餐西点都会做一些，尝过她手艺的小姐妹
们评价都还不错。
对于自己做菜的评价，
“ 潇湘”很谦虚，
“我
就会做一些家常菜，不算好，但是能吃。”除此之
外，她平时还爱折腾点西式烘焙，做做蛋糕，烤
烤披萨。
“ 烹饪会让人有种幸福感，在做东西的
过程中，可以感受动手的乐趣，还可以享受美食
在味蕾上跳跃的感觉。
”
“她平时工作挺忙的，但是在休息时间，也

是生活得很有情调的。我们几个好朋友都知道
她喜欢做甜点，因为她每次都会跟我们分享。”
“潇湘”
的朋友说。
对于“潇湘”来参加这次相亲会，小姐妹们
都很支持，大家觉得，谁娶了她这样优秀的姑
娘，一定会幸福的。
“我们都真心祝福她，能找到
心仪的另一半。
”
说到心目中的理想型，
“ 潇湘”想找一个开
朗、孝顺、有主见的成熟男子。如果对方是个身
高 1.8 米的台州籍长腿欧巴，空闲时间能陪她一
起 K 歌，
她更是乐此不疲。
不过，她也不是个“颜控”的妹子，她比较看
重的一点是，双方要有共同话题。她也希望对方
不要太大男子主义，遇到事情，能够互相沟通，
“这样相处起来比较轻松自然。
”
记者 徐颖骅

证件丢失要登报，怎么登？本报为您来解答！
为什么要登报？

保险人代理资格证等。

登报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1、补办部门要求法律上必须先确定丢失
者所丢失的证件或证明已经在法律上无效，
（一）营业执照遗失
这个过程需要挂失进行登报声明。
1、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的复印件
2、以较广泛的传播方式，向社会公众公
2、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均丢失请出具市
示声明内容。
场监督管理部门证明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对该被丢失证件在公示后被人使用产
3、刊登遗失内容盖章
生的法律后果不承担责任。因此，刊登遗失
（二）税务登记证遗失
声明应该及早办理。
1、税务登记证正本或副本复印件
2、税务登记证正本及副本均丢失请出具
丢失哪些证件需要登报？
营业执照复印件
企业类：银行开户许可证、营业执照、税
3、刊登遗失内容盖章和法人身份证复
务登记证、代码证、公司五大章（公章、财务专 印件各 1 份
用章、合同章、发票章、法人私章）、提单、发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遗失
票、票据、收据、清算公告、减资公告、合并公
1、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或副本复印件
告、分立公告等。
2、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及副本均丢失
个人类：出生证、残疾证、行驶证、驾驶 请出具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失业证、保单、各
3、刊登遗失内容盖章及法人身份证复
类资格证书、发票、票据、收据、护照、房产证、 印件
土地证、契证、台胞证、会计证、从业资格证、
（四）发票（刮奖机打发票、发票购买簿

等）遗失
1、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复印件
2、内容盖公章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清算公告、
减资公告、合并公告
1、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复印件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股东会决议书（清算公告、减资公告或
合并公告内容）加盖公章
4、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备案通知书
（六）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专用章、
法人专用章遗失
1、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复印件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七）开户许可证遗失
1、提供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2、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复印件
3、登报内容盖公章及法人身份证
（八）土地房屋权证遗失
1、提供房地产交易权籍登记中心盖章或
街道社区出具的盖章证明
2、所有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九）个人证件遗失（出生证、残疾证、行
驶证、驾驶证、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失业
证、保单、各类资格证书、发票、票据、收据、护
照、台胞证、会计证、从业资格证、保险人代理
资格证等）
1、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2、办证单位出具的证明

台州日报广告有限公司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7：30）
办理地点：台州市市府大道 358 号
（台州日报社广告营业厅）
咨询电话：
88516011 88516155

温 馨 提 示
在决定登报时，要确认办理手续的
地点和联系方式，不可轻信各非正规网
站上发布的信息，以免上当受骗。

